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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狗”纠纷法律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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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星期狗”现象日益引起社会关注，购犬者维权难的同时，也造成了行业监管之困。本文通过研究 18

起“星期狗”民事审判案例，分析了发生纠纷的民事解决机制，着重研究了犬只销售监管职责分工、举报投诉
处理及对销售染疫犬只行为如何惩处等相关行政法律问题，为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提供监管思路，这提示应加强
犬只来源地动物防疫监管，规范犬只销售行为，完善犬只销售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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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cently，public concern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raised by the issues of“weekly dogs”，which have
brought difﬁculties to buyers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great troubles to supervision of the industry. In this paper，18
civil cases of“weekly dogs”were studied，the settlement mechanism for relevant disputes was analyzed，and relevant
administrative legal issues were emphatically analyzed，including the assignment of supervision responsibilities for any
dog sale，mode of dealing with complaints and tip-offs，as well as how to punish illegal sale of infected dogs，etc.，
therefore，some references could be provided for law enforcement ofﬁcers. Further，some suggestions were given that
supervision over control of animal diseases at dogs' origin plac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any sale of dogs should be
standardized and the settlement mechanism for relevant disputes should also be improved.
Key words：weekly dog；complaints and tip-offs；pet dog；supervision over dogs；civil disputes

近年来，部分城市宠物犬销售纠纷频繁发生，

合法手段进行维权的难度较大，公安、市场监管、

矛盾聚焦在购买的犬只短期内出现犬瘟热、犬细

动物卫生监督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有关部门处理

小病毒等临床症状，且大多在一周内死亡，行业

举报投诉也颇感棘手和无奈，这种现象已经成为

内称之为“星期狗”现象。发生“星期狗”纠纷后，

行业监管之困。为此，笔者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发

购犬者在遭受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的同时，通过

布的 18 起“星期狗”纠纷民事诉讼案件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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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动物卫生监督实际，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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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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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星期狗”纠纷的民机制
民事纠纷解决途径
根据我国民事法律规范，犬只买卖行为受《民

偿的请求，均予以驳回。
2
2.1

“星期狗”纠纷涉及的行政法律问题
关于犬只销售监管职责分工

法总则》《合同法》等法律调整，买受人因所购犬

《动物防疫法》第 8 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

只存在健康问题造成损失的，出卖人应依法承担违

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规定，

约责任。买受人也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和其他有关动物防

从出卖人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入手，依法要

疫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该法仅调整与犬只相关的

求出卖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发生“星期狗”纠纷后，

动物防疫活动。一些地方在养犬管理的地方性规定

当事人可通过双方协商、调解、和解、仲裁和民事

中，对犬只经营活动予以规定。如《上海市养犬管

诉讼等方式解决争议。从审判实践来看，18 起“星

理条例》第 5 条规定，公安部门是本市养犬管理的

期狗”民事诉讼中，由人民法院依据《合同法》对

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从事犬类经营

犬只买卖合同纠纷进行审理的 17 起，依据《消费

活动的监督管理。其第 38 条规定，从事犬只销售

者权益保护法》进行审理的 1 起。

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并

1.2

于领取营业执照后五日内到住所地的区、县动物卫

民事裁判规则分析
犬只作为活体进行买卖，不同于一般商品，

生监督机构备案。据此，在上海市的犬只销售监管

发生“星期狗”现象，既可能是犬只在出售前已处

工作中，公安、工商以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职责分

于疾病的潜伏期，也可能是犬只出售后因其他因素

工不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法定职责主要包括犬

造成。因此，犬只被购买时是否已经染疫成为诉讼

只产地检疫、犬只销售经营活动的备案和动物防疫

双方争论和法院关注的焦点。按照民事诉讼“谁主

监督执法。

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原告承担所购买犬只在

2.2

关于“星期狗”举报投诉的处理

购买时已经染疫的初步证据，被告承担涉案犬只符

举报投诉人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或者公共利

合健康标准的举证责任。法院考虑犬瘟热、犬细小

益、公平正义，可以通过投诉的方式请求行政机关

病毒病等疫病的病理特征，结合不同疫病的潜伏期

履行职责。但根据相关行政法律规范规定，行政机

和案件证据，来判定当事人购买犬只时是否已经染

关在处理投诉问题时，应注意 3 个条件：一看投诉

疫的事实。

人是否与投诉事项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看投

从审判实践来看，18 起“星期狗”诉讼中，

诉事项是否属于本行政机关职责范围；三看投诉事

除 3 起案件因原告无法举证证明犬只买卖合同法律

项是否属于本行政机关管辖。同时，具备上述条件

关系的存在而败诉外，其余 15 起案件均为犬只购

的投诉，该行政机关应该处理。只要有一项不符合，

买后的一个潜伏期内发病或死亡，原告在此期间及

接到投诉的行政机关可以将其转为普通信访办理，

时到有关动物诊疗机构检测确诊所染疫病，从而能

投诉人如不服，只可申请复查；接到投诉的行政机

够向法院提交购犬和染疫的相关证据而胜诉。关于

关不处理、不答复，或者投诉人对答复不服，均不

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法院基本支持原告方提出的

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退还犬只购买款、就诊检测费和交通费等诉讼请求。

2.3

关于“星期狗”染疫时的处理

由于缺乏法律支持或事实依据，法院对于几起案件

现实中，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没有对“星期狗”

中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以及认定销售者

纠纷进行调解的法定职权和义务，也不宜参与民

构成民事欺诈，按所购犬只金额 3 倍进行惩罚性赔

事纠纷调解。但在收到“星期狗”投诉后，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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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可提供涉案犬只染有《动物防疫法》规定

价等部门应加强对宠物犬销售市场经营者的监管，

的法定动物疫病（如犬瘟热、犬细小病毒病）时，

严格取缔未经备案的犬只销售点，督促经营者在销

应依法对该犬只销售者进行处理或行政处罚。根

售犬只时必须为消费者提供发票、宠物电子芯片、

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各种书面凭证，以作为日后处

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第 13 条规定，

理合同纠纷的关键证据。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未备

当事人因投诉、举报、检举或者反映问题等事项

案、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销售染疫犬只等

不服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而提起诉讼的，人

问题，有关部门应依法立案查处。对犬只销售点进

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当事人与其投诉、举报、检

行年度量化评级，并在当地主要媒体公布年度评定

举或者反映问题等事项之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

结果，对销售“星期狗”引发矛盾纠纷较多、口碑

对于确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依法予以立案，不得

较差，甚至受过有关部门行政处罚的市场主体，要

不予受理。对于符合前述 3 项要件的投诉，接到

及时向社会发布警示信息，正确引导消费者的犬只

投诉的行政机关都及时依法调查处理，并在 60 d

购买行为。

内将查处情况答复投诉人，否则当事人可以提起

3.3

行政诉讼。
3
3.1

对解决“星期狗”纠纷的有关思考
加强犬只来源地动物防疫工作

完善犬只销售纠纷解决机制
“星期狗”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应首先借助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现实情况是犬只购买者通过诉
讼方式举证难度较大，往往在购买时没有签订正式

“星期狗”纠纷中的犬瘟热、犬细小病毒、

的买卖合同，没有保留购犬凭证；犬只出现发病症

犬冠状病毒病依法不属于强制免疫动物疫病，也不

状后，购买人举证证明犬只染有何种疫病，以及在

属于人兽共患病。但上述疫病的发生较为普遍，且

购买前已经染疫或处于疫病潜伏期难度较大，加上

成为犬只销售纠纷的主因，这提示有关部门应加强

大量案例表现为潜伏期过后出现病症或死亡的，举

上述疫病的流行病学监测，根据疫病流行情况，采

证更是难上加难。建议发挥相关行业协会的作用，

取计划性免疫工作。同时，被举报单位的犬只来源
相对是固定的，且多是来自花鸟市场，产地检疫工
作不到位或不合规，往往是造成“星期狗”现象的
原因之一。建议犬只来源地有关部门加强产地检疫，
依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犬产地检疫规程》有

建立第三方的疫病检测和纠纷调解机制，通过双方
协商、第三方调解等方式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确实无法调解协商的，要引导双方当事人借助于民
事诉讼或仲裁等途径。另外，提高消费者法治意识

关规定，注意做好犬细小病毒病和犬瘟热等疫病检

和维权意识是根本，消费者应在购买犬只时索要相

测工作，并建议在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予以备注。

关健康证明，进行相关疫病的检测，签订有效的买

3.2

卖合同，明确相应的纠纷解决渠道，以保护自身的

加强犬只销售行为监管
建议对犬只销售进行地方立法，实行犬只经

营备案制度。公安、市场监管、动物卫生监督和物

合法权益。
（责任编辑：孙荣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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